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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侯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素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陈得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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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8,595,947.47 343,398,116.06 4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241,700.94 22,761,075.81 12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894,534.22 17,817,958.78 11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507,293.82 -130,619,867.12 10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18 0.0452 125.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18 0.0452 125.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0.70% 0.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595,247,567.33 6,504,619,584.93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67,121,794.10 3,333,573,123.18 1.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64,652.9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048,228.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63,185.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73,413.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180.64  

合计 12,347,166.7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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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1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侯毅 境内自然人 25.59% 128,753,926 96,565,444 质押 103,415,072 

广西万赛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3% 28,839,221 28,839,221 质押 28,839,221 

深圳市新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5.01% 25,234,318 25,234,31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四组合 
其他 4.19% 21,088,953 0  0 

深圳市前海鼎泰

宏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7% 14,419,610 14,419,610 质押 14,419,600 

全国社保基金四

零一组合 
其他 2.58% 13,000,033 0  0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四组合 
其他 1.99% 10,001,083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八组合 
其他 1.93% 9,700,304 0  0 

深圳市国能金海

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8,651,766 8,651,766 质押 8,651,766 

深圳市华弘润泽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7,209,805 7,209,805 质押 7,209,8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侯毅 32,188,482 人民币普通股 32,18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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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1,088,953 人民币普通股 21,088,953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3,000,033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33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10,001,083 人民币普通股 10,001,08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9,700,304 人民币普通股 9,700,304 

张强 5,485,200 人民币普通股 5,485,20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368,024 人民币普通股 5,368,024 

诸史浚 5,019,300 人民币普通股 5,019,300 

高霞敏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

托·新纶科技 2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诸史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的股票数量为 19,3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

数量为 5,000,000 股，合计持股数量为 5,019,300 股；股东高霞敏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股数量为 5,000,000 股，合计持股数量为 5,00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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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期末数 占总资

产比例 

期末数 占总资产

比例 

预付款项 206,237,674.64 

 

3.13% 

 

140,111,389.86 2.15% 

 

47% 主要系功能材料项目为二季

度旺季备货所致。 

投资性房地

产 

251,511,702.54 

 

3.81% 

 

156,179,524.76 2.40% 

 

61% 主要系天津工业园厂房逐步

对外出租，将“固定资产”转

入所致。 

在建工程 490,830,069.14 

 

7.44% 

 

301,526,003.41 4.64% 

 

63% 主要系常州二、三期工程及

PBO项目建设支出大幅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45,410,084.77 0.69% 

 

34,192,043.53 0.53% 

 

33% 主要系本期增加票据支付所

致。 

预收款项 55,690,251.06 0.84% 

 

83,980,732.66 1.29% 

 

-34% 主要系预收工程款本期已施

工结转为收入所致。 

应交税费 53,610,428.17 0.81% 95,825,735.23 1.47% 

 

-44% 主要系支付上年度计提税金

所致。 

应付利息 0 0.00% 20,404,467.92 0.31% 

 

-100% 主要系3月份已支付债券和

融资租赁利息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08,595,947.47 343,398,116.06 48% 主要系功能材料业务放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59,092,053.12 235,412,317.09 53% 主要系营业规模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3,796,334.92 2,402,649.82 58% 主要系营业规模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468,023.52 -6,816,012.90 -49% 主要系应收账款回款加快所致。 

营业外支出 8,434.33 633,996.67 -99%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将原归入为营业外

支出的部分项目，在本期归入资产处置收

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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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507,293.82 -130,619,867.12 112.64% 主要系上年同期功能材料业

务放量导致付款增加所致，本

期已逐步恢复正常。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2,714,443.53 -242,494,458.70 20.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46,605.48 -92,428,091.05 95.30% 主要系本期贷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普通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2018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

案的议案》，公司拟以总股本503,216,492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00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2018年3月21日，公司召开了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2018年3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18-033），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03,216,4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5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000000 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503,216,492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006,432,984 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4月3日，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4月4日，本次所送（转）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8年4月4日，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1,006,432,984股摊薄计算的2017年度

每股收益0.1714元。2018年4月4日，本次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二）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项目 

       该项目由日本三菱化学工程株式会社负责总体规划设计，从2017年三季度转入土建施工阶段。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

项目全套设备订货，主体涂布机采用向日本平野机械株式会社订制生产的光学膜涂布线，不仅涂布精度可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而且在光学薄膜的多层涂布生产、定制化生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项目工厂为百级无尘环境，全线导入高性能外观检查机

及膜厚检查机，规划设计了全自动机器人仓库，可实现物料的自动出入仓及上机生产，并全面导入生产及质量管理系统和物

流系统，控制产品从原料进场到出货的全程系统化管理。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抓紧实施工程建设，已进入机电安装阶段，

预计2018年三季度末将转入设备调试运行；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与日本东丽、韩国科隆、APS等世界知名光学材料企业的交

流合作，为该项目投产做好原材料供应，新产品设计开发、客户导入等方面的准备。 

      （三）锂电池铝塑膜软包生产线项目 

       公司完成日本凸版锂电池铝塑膜软包项目并购后，在做好日本三重工厂生产运营的同时，全套采用日本技术与日本设

备，于2017年初开始在常州功能材料产业园投资建设铝塑膜软包生产线。该项目由日本凸版株式会社负责总体规划设计，截

止目前，厂房土建工程、机电安装、设备采购等均已完成，从2017年四季度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主体设备中的爽滑剂涂布线、

铝箔处理线、挤出复合线、干法复合线等已安装完毕，技术人员与产线工人已陆续在日本三重工厂完成培训回国。报告期内，

该项目已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厂房转入二次净化阶段，预计在2018年二季度末将投入试生产。 

      （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公司于2017年10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宁国市千洪电子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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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千洪电子100%股权，并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纶科技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千洪

电子 1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15 亿元。新纶科技拟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25.51%，总计 38,265.80万元；拟以发行

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74.49%，总计 111,734.20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为 5,570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

准日为新纶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20.06 元/股；同时新纶科技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10 亿元，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和相关税费后，将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 

      2018年4月13日，公司收到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唐千军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53号），核准公司向唐千军、劳根洪等共计6名交易对方发55,700,00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1,000 万元。鉴于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2018年

4月4日实施完毕，公司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20.06元/股调整为10.02元/股，股份发行数量由

55,700,000股调整为111,511,177股。 

     2018年4月19日，经宁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千洪电子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事

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持有千洪电子100%股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

复的公告 

2017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4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4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普通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情况      
2018 年 02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35.00% 至 185.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7,378.49 至 21,076.04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39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电子功能材料产品陆续导入苹果、OPPO、三星、DELL、亚马逊等

终端品牌，推动公司常州一期项目产能利用率和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2、二季度将进入锂电池行业传统旺季，公司铝塑膜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先后

导入多家软包锂电池厂商，预计今年二季度出货量同比去年将有较大增长；

3、公司并购千洪电子股权项目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批文，工商变更等工作均

已完成，将从今年二季度纳入公司合并报表，预计可增加公司合并报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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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约 4,000～5,000 万元。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

年 1 月 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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